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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毅新闻

徐浩明的出局并未平息光大“乌

龙指”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波，在这个

本已动荡不安的圈子里，一个人的命

运理所当然地被放置于十分渺小的

境地。

2008 年金融危机经济损失被指

与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值相等的说法，

足以证实金融行业几多高危。随同股

市 K 线图上升或下跌的，不只是金融

指数，还有人生变数。

纷扰的华丽

投 身 金 融 行 业———直 到 今

天———仍然被许多人看做是一种进

取的奋斗，因为这份职业拥有一种叫

做高薪酬的华丽。

“大家都向往这份工作，因为可

以拿高月薪、高年终奖。”三年前毕业

的何惠（化名）正是带着这样的憧憬

进入了一家证券公司。但是现在，她

已经离职了，因为不堪忍受每月只有

千元左右的工资。据她所述，由于行

情低迷影响薪酬的不只是她这种刚

入行的菜鸟，也包括一些曾经收入很

高的“前辈”。

援引相关信息，证券公司目前普

遍存在的现象是：榨干一批证券经纪

人，然后再换一批。“如此循环，以保

障证券公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

一定量新增开户”。数据显示，2012

年，券商注册从业人员累计流失超过

2万人。

与薪酬和人员流动性均很大的

“何惠们”相比，保荐代表人被称为是

“一群生活在金融界塔尖的人”。

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保荐代表

人的职责是辅助公司完成上市。这样

一种“企业上市领路人”的身份，带给

了他们惊人的报酬。据悉，保荐人平

均年薪和津贴通常在 100万元至 180

万元之间，此外还包括不菲的“签字

费”和提成奖励，而保荐人的“转会

费”据说能达到 200万—300万元。

然而，随着保荐人逐渐过剩和监

管力度加大，保荐人的高收入越发

“得来不易”而且风险愈大。自 2004

年首批保荐机构获得资格至今，9年

来，有 74名保荐代表人被证监会开

出 81张罚单，其中 4名保荐代表人

被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

社交网络上，有业界人士这样感

叹：“从过去对保代撤销保代资格都

罕见到现在动辄就终身证券市场禁

入，反差太大，保代成高危岗位，不谨

慎就没饭碗了。”

动荡的命运

2013 年 5 月上映的一部名为

《入侵华尔街》的美国电影，为金融

投资行业的高危特质进行了一番戏

剧性表现，血腥的剧情和夸张的故

事除了带出投资者的无奈和发泄，

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投资行业的

“高危”。

金融证券业的动荡不安，不仅体

现于股市 K线图的变幻走势里，也反

映在从业者命运的人生无常中。

2013年夏天刚开始，一股人事动

荡风暴就在券商资管间刮了起来。多

家证券公司的资管业务掌舵人均被

更换，“业绩不佳、绩效激励不足、高

层动荡牵连、经营理念不统一、个人

发展等五大因素”被指是高管变动的

主要原因。

财经作家花荣近日在微博里讲

了一个“逃过一劫”的故事：多年前，

有两个券商招纳他未果，“现在这两

个券商都不存在了，自营负责人和老

总都入狱了”。

证券市场的变幻莫测，亦是弹

指之间的旦夕祸福———在中国资本

市场，这样的剧情脉络一直延续至

今。

早在 90年代，时任申银证券总

裁的阚治东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

生、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被称为“上

海滩证券三猛人”。“327国债期货事

件”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管

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

尉文渊因监管失察无奈请辞，阚治

东则因涉嫌操纵陆家嘴股价被处以

市场禁入的处罚。2002年，东山再起

的阚治东“折戟”南方证券。

阚治东的被捕被视为“中国证券

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

句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券商作

为一个高危行业的预言再一次得到

了验证。”

2013年 8月 24日，徐浩明辞去

光大证券董事和总裁职务的第三天，

阚治东在微博上说：“面对失败和挫

折，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面对

烦恼和忧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

然……”———这样的话，看上去意味

深长。

流失的健康

与愈加严峻的职业风险相比，带

给证券从业者的“身心”风险更显凛

冽。和所获得的高报酬对应的是，流

失的那部分看上去似乎更多。

“金字塔尖上”的保荐人拥有高

收入，同时也承受高风险。在外界看

来十分丰饶的收入其实拥有相当弱

爆的性价比。援引一位投行人士的说

法，这样的高薪是“出于对工作风险

和精神压力的补偿”。

2012年 8月，年仅 33岁的国信

证券保荐人郭熙敏因心脏病猝死。去

世前几天，他还在熬夜加班。郭熙敏

生前保荐的慈星股份是上半年创业

板最大的 IPO项目，为国信证券创收

6672万元。28岁就成功签字第一个

IPO项目的郭熙敏，拥有这个圈子所

推崇的励志样本，但不幸的是这也包

括他的糟糕健康。

“过劳死”的悲剧在证券业界并

非单例。2012年 5月，44岁的湘财证

券投行业务副总裁章彪因心脏病突

发过世。2009年，41岁的上投摩根基

金前投资总监孙延群病逝，在他生命

的最后一天，依然在看研究报告———

这样的生活状态此前已经持续多年。

令人唏嘘的是，孙延群生前曾说“资

产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能

够长期坚持的人并不多”———当时他

也许不曾想到，“未能坚持下来的人”

也包括他自己。

业界一致认为“日夜加班、透支

健康”就是大多数投行人的正常生活

状态。与诡谲的资本市场相比，投行

人的身心压力同样难以尽述。

援引一位券商高管的说法，这份

职业的高危高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身体很容

易出问题；二是受到诱惑很多，很容

易走在违法违规的边缘”。

威胁着从业人员的除了健康原

因，还有心理负压。

2011 年 4 月的一天，年仅 31 岁

的申银万国证券投资经理赵立臣跳

楼自杀，网传他“因做股指期货交易

爆仓，压力过大而轻生”。 援引相关

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是赵立臣遗

书中最多的字眼。显然，这位决绝离

开人世的年轻人对于生活有着太多

遗憾和不舍。

英年早逝的郭熙敏曾在微博里

这样说道：“在熬夜加班的这一刻，我

想到了死亡。身不由己的打工者，忘

却了生活和身体，一种无能为力的宿

命感。”———这句生前语或许就是他

对于这个行业的自我解读。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纪念日

破产的天津辛普森家用电器

有限公司的财产于 1992 年 8 月

28日被整体拍卖给中国银行天津

分行。这是内地首例公开拍卖破

产的中外合资企业。

天津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

司由原天津家用电器工业公司、

中国银行天津信托咨询公司和澳

大利亚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兴建，注册资本 500 万

澳元，1987年 7月开业，次年 1 月

正式投产。该公司是中国大陆首

家生产全自动洗衣机的合资企

业，辛普森全自动洗衣机曾是全国

家电十大畅销产品之一，后由于股

本小、成本居高不下、经营管理不

善以及市场变化等导致资不抵债，

于 1989年 6月停产。同年 12月经

有关部门批准开始清算。1991年 8

月 1 日作为该公司最大债权人的

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申请天津辛

普森公司破产。

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作为唯

一的投买人以底价 1440 万元叫

价，成为天津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的最终拍定人。

（8月 27日—9月 2日） 一周史记

1992年 8月 28日 8月 27日

1998年 8月 27日 中国举办首届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

8月 28日

1992年 8月 28日 我国首次拍卖破产合资企业

8月 29日

2000年 8月 29日 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年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8月 30日

2002年 8月 30日 首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举行

2002年 8月 30日 我国最大的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开站

8月 31日

1993年 8月 31日 我国最大海上油田投产

9月 1日

1996年 9月 1日 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1984年 9月 1日 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露天煤矿移交投产

9月 2日

1980年 9月 2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首次拍卖破产合资企业

华神集团日前公告，鉴于董事左晓军因个人原因正在接

受四川省纪检机关调查，且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公司董事

会，也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视为其不能履行董事职

责，公司董事会建议股东大会免去左晓军董事职务。资料显

示，左晓军系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的、与成都中医药大学有关

联的第三位四川高校人士。2009年，左晓军任成都中医药大

学所属四川成都中医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成都

中医药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并于 2011年 3月被提名为华神

集团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微软近日宣布，公司 CEO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已

决定在未来 12个月内退休。微软称，在选定接班人并完成接班

程序后，鲍尔默将正式退休。但当前，他将继续担任 CEO，领导

公司向设备与服务公司的方向转移。鲍尔默说：“对于这种类型

的过渡，从来都没有一个完美的时间点，但如今却是一个恰当

的时机。我们已经制订了新战略，成为一家新机构，拥有一支优

秀的高级管理团队。我最初的想法也是在公司向设备与服务方

向转型的过程中退休，我们需要一位能够长期执行新战略的

CEO。”该公司股价当日开盘上涨 8.37%，报 35.1美元。

投资圈里的高危生存

江湖

微软宣布 CEO鲍尔默将退休

华神集团董事左晓军被免职

高建生 陈芳

近日，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亚青会）在南京举

行。来自亚洲各国的数千名青少年运动员共同迎接这一盛事。

而作为本届亚青会高级合作伙伴，361°以“青春亚洲 竞情

热爱”为主题，为本届赛事设计和提供包括官员、裁判员、技术

员、志愿者、火炬手等，涵盖鞋、服装、服配在内的全系列运动装

备，用亮丽的色彩、灵动的线条、环保的面料、富于时尚和动感

的设计，帮助运动员、工作人员释放运动激情，书写青春热爱，

诠释“友谊、卓越、尊重”的奥林匹克精神，并从中受到启迪。

本届南京亚青会是继新加坡之后的第二届，并成为 2014

年南京青奥会的一次试运转，能够为青奥会这一全球青少年

盛事积累经验，蓄积能量。但与奥运会、大运会、亚运会等有所

不同，2013年亚青会将最大限度地涵盖亚洲传统的体育项目，

如壁球、舞蹈运动等，以让青少年了解和传承这些具有深厚群

众基础和高超竞技水平的项目，并希望以此“推动亚洲体育的

发展，让更多亚洲冠军走向世界”，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

阿尔穆沙拉在开幕式现场谈到亚青会项目设置的深意。

对此，361°总裁丁伍号表示：作为 2013 年亚青会、2014

年青奥会的高级合作伙伴，我们期望在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

的发展同时，通过糅合文化、教育、体育等内容，推进青少年的

跨国文化交流、增进友谊、深化了解，并助力奥林匹克文化与

精神的传播与推广。

此外，361°还参与和支持火炬手活动，并通过网络媒体

和遍布全国的数万个终端店，传播亚青会，与南京共同打造激

情四射、洋溢青春的亚洲青年盛会。并由此，背书和深化“多一

度热爱”理念，激发更多的青少年去体验参与体育运动的快

乐，释放青春热情，追求健康、美好的生活，同时提升体育运动

的参与程度，用“多一度热爱”之情，推动亚洲，乃至世界体育

运动走向更广阔未来。

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
在宁隆重举行

据报道，高盛 37岁董事总经理杰森 -李涉嫌在纽约长岛

家中强奸一名 20岁女性被当地警方逮捕，被控一级强奸罪。

警方声明称，8 月 20 日接到报案，杰森 - 李 (Jason Lee)在

Clover Leaf Lane家中数人聚会时性侵一名 20岁女性；李缴纳

2万美元保释金后已释放。李否认所有指控，表示将在法庭洗

清罪名。

南方基金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原督察长杨小松于 2013

年 8月 22日起转任总经理职务。现年 43岁的杨小松，历任德

勤国际会计师行会计专业翻译，光大银行证券部职员，证监会

国际部、上市部、发行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其间曾被派

往美国 NASDAQ 工作)，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党委委员兼局长

助理、副局长，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2012年 11月正式加

入南方基金，任督察长一职。2013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南

方基金管理基金资产净值为 1611亿元，管理基金资产份额规

模为 1713亿份，在 72家可比基金公司中均居第四位。

杨小松接任南方基金总经理

高盛董事总经理涉嫌强奸

证券市场的变幻莫测，亦是弹指之间的旦夕祸福。随同股市 K线图
上升或下跌的，不只是金融指数，还有人生变数。

证券公司目前普遍存在的现

象是：榨干一批证券经纪人，然后

再换一批。数据显示，2012年，券

商注册从业人员累计流失超过 2

万人。

金融证券业的动荡不安，不

仅体现于股市 K 线图的变幻走势

里，也反映在从业者命运的人生

无常中。

2012年 8 月，年仅 33 岁的国

信证券保荐人郭熙敏因心脏病

猝死；2009 年，41 岁的上投摩根

基金前投资总监孙延群病逝；

2011 年 4 月的一天，年仅 31 岁

的申银万国证券投资经理赵立

臣跳楼自杀。

华泰汽车作为中国自主品牌车企的杰出代表，获邀参加

第七届贡献中国高峰论坛，与当下中国顶级的商界领袖们共

同探讨与分享中国商界的未来。华泰汽车董事张宏亮表示，

“心有动力自驰骋”是华泰汽车的品牌口号，更是华泰汽车多

年来坚持推广清洁柴油动力的一个缩影。华泰汽车将以领先

动力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基础，形成清洁柴油发动机、AT

自动变速器、乘用车的低碳汽车产业链，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

供节能、环保、动力强劲、质高价优的汽车及零部件产品。

“心有动力自驰骋”浓缩华泰汽车品牌文化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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